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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步職涯，培養接軌職場的即戰力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蘇勤智

為促進本校非師培生畢業順利接軌職場，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魏郁禎老師積極向教育部

申請職涯輔導計畫，並與 104人力銀行進行產學
合作，成立本校雲端職涯學院。並透過 104豐沛
的企業網絡資源，邀請知名企業主管和實務界菁

英人士為學生提供精彩的實務課程，拉近產學差

距，開拓跨產業、跨領域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補

足各領域與產業的知識，具備更全面的職場技

能。

該實務課程與校內原有的課程進行資源整

合後，重新設計成開設為 3學分的選修課—
「經營與管理實務培訓」。為吸引全校學生參與

此門課，並在修課期間全心投入，104人力銀行
先於校內舉行校園經理招聘，提供津貼，協助魏

郁禎老師進行課程推廣和宣傳。該門課有個專屬

別名—「企業優質人才學用培育課程（Talent 
Optimization 
P r o g r a m，
又 稱 TOP 專
班）」，清楚

傳遞課程目

的。為確保課

程品質，在選

課前 3個月，
魏郁禎老師與

104管理團隊
舉辦修課說明

會，解釋開課

理念、目標、

內容和上課要

求。想修課的

同學必須先投

遞履歷，表明

學習動機和企

圖心、展示修

課承諾，經過

篩選後才能具

備選課資格。

第 1屆的 TOP專班雖然宣傳時程短促，仍收到
將近一百名學生的履歷，最後只能提供五十個修

課名額。

該門課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在課程

中，學生不僅可以接受許多資深業界人士的專業

指導，還能和 6家知名企業主或高階主管進行密
切互動，並在期末成果發表會上針對各家公司提

供之練習專案進行提案簡報，未來更有機會進入

這些企業實習甚至直接就業。該門課於 109學
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開設，獲得修課同學高度的
肯定，110學年度第 1學期成立第 2屆 TOP專
班，依然受到同學熱烈的支持。

110學年第 1學期修課的教經二張雅婷同學
表示：「TOP專班以企業授課的方式讓學生與
企業接軌，學生可以了解企業想要找的人才需要

具備甚麼條件，並善用課堂所學的 STAR法則將
面試問答過程拆解成 4個層次去應對，在清晰的
架構下更可凸顯出自己的優勢。」兒英二王意婷

同學認為：「TOP專班吸引全校各個專長領域
的學生選修，讓不同科系、系級的同學們進行

 ▲小組討論過程中，讓不同的想法激盪出創意的火花。

 ▲講師給予同學們精進簡報提案技巧的建議與回饋。

 ▲ 104董事長楊基寬先生特地撰文對本
校的學生表現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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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home 行銷本部總監鐘紫瑋講師。  ▲雜學校創辦人蘇仰志講師。

 ▲Teach For Taiwan 為臺灣而教營運管理部總監何采
桑講師。

 ▲親子天下兒童產品事業群副總經理兼出版研發總監

林彥傑講師。

 ▲Skyline創辦人陳長風講師。

分組討論和活動，透過良好的溝通表達自己的觀

點，並使用簡報提案技巧課程中的提案力和演說

力，採用條理分明的脈絡，讓自身影響力去感染

聽眾，擁有說服他人的口條。」幼教一王藝錞同

學更指出：「這學期在課後還能使用 GOLF學
用接軌聯盟提供的線上職場課程，可依照自己的

學習狀況做調整、重覆播放或隨時暫停影片做筆

記，有助於內容的吸收。」

TOP專班的成立不僅培育本校優秀人才，
更使本校與多家企業建立良好的產學合作關係。

學生在課程中練習職涯探索、學習專案管理及提

案技巧等職場必備能力、與業界人資面對面練習

求職技巧。在修課時並需展現出未來職場人的應

有態度，不僅著正裝、準時打卡，更要避免現

今大學生常有的失格行為。104和許多國立大學
都有合作開設 TOP專班的經驗，對於本校學生

▲P h 行銷本部總監鐘紫瑋講師 雜學校創辦人蘇仰志講師

▲T h F T i 為臺灣而教營運管理部總監何采 ▲親子天下兒童產品事業群副總經理兼出版研發總監

k li 創辦人陳長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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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現學習成果的期末發表會，本校陳慶和校長（第 1排右 4）前來開場，並向參與課程的 104人力銀行及六大
知名企業高階主管致意。

在課堂的學習態度最為驚豔。104創辦人暨董事長楊基寬
先生更透過親筆專文肯定國北教大的 TOP專班為模範班
級，大讚：「紀律，讓善良更可貴！」畢竟出現在這門課

的業界專家及企業人士可是利用珍貴的時間來參與這項具

有社會責任意義的人才培育活動！

商品攝影自己來，拍出品牌吸睛力
—超實用創業技能系列講座

◎研發處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組

為促進本校學生創新創業風氣，激發青年

學子之創意、培養創業知能，實踐課堂所學之理

論知識應用於創業，並串聯業界之專業能力，本

校研發處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組辦理超實用創

業技能系列講座，於 110年 12月 7日及 14日下
午 14點 20分邀請業界專家到校給予技術指導與
經驗傳承，期能培育具創業家精神之人才。

本次『商品攝影自己來，拍出品牌吸睛

力』系列講座，特別邀請到【好好拍 HowHow 
Photo】攝影行銷團隊合作，帶給大家 2堂用手
機也能拍出有質感的商品攝影實戰練習課程。在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職涯學院 FB：
https://www.facebook.com/ntuecareer

 ▲本次講座邀請到【好好拍 HowHow Photo】資深
講師 Andee（潘冠妤）為我們分享「手機攝影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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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電商與社群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想創業或

經營品牌闖出自己的一片天，除了品牌力和產品

力以外，不容忽視的就是「商品視覺力」！擁有

良好的商品視覺／商品照，絕對是在電商與社群

媒體上，吸引顧客目光與注意力的第一步。

第 1 堂「手機攝影技巧＋學員練習拍
攝」：從了解專業的商品照拍攝流程、以及攝影

重要元素開始，一一解析完成一張商品照該注意

的環節，包含光線、構圖、角度等多個重點，運

用隨手可得的手機、並以自然光環境為主，學習

拍攝商品照的基本手機攝影技巧。潘冠妤講師分

三階段介紹，由淺入深、情境派攝影，學員分組

並指派產品做拍攝練習，先由講師示範、學員分

組練拍、最後進行講評與指導。

第 2堂「商品視覺行銷＋情境照示範與練
拍」：從品牌經營者與網路店家的角度出發，來

分析完成一張相片背後的思考邏輯，了解如何拍

攝出適合品牌、並且能吸引正確目標顧客的相

片，輔以主題情境照說明與實拍示範，加強商品

情境感、提升商品照質感的實作能力。商品視覺

行銷觀念教學、電商與社群視覺版面範例分享，

學員分組並自選產品做視覺規劃與發表，再由講

師講評與指導，學員作品令人十分驚豔。

透過講師活潑生動的經驗分享講座，參與

的學員們各個收穫滿滿，對於課堂練習的作品更

是成就感爆棚，於是紛紛敲碗下一個新的超實用

講座，為能激勵更多學生參與，本單位未來將提

供更多元也更實用的實戰講座給學員修習。

 ▲學員用各種不同的角度拍攝素材，試著找出最好的

拍攝效果。

 ▲學員興緻勃勃地挑選講師提供的素材背板。
 
▲

學員課堂練習作品 2
—精油沐浴乳。

 ▲學員課堂練習作品 3
—護髮素。 ▲學員課堂練習作品 1

—香氛蠟燭。

 
▲

學員課堂練習作品 4
—香氛蠟燭。

▲學學員課堂課堂課 練習練習練 作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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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國北教大國際學生聖誕交流活動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簡稱國際組）於 110
年 12月 22日中午邀請本校外籍同學一同參
與國際學生聖誕交流活動 Christmas Event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希望能夠帶給外籍同學歡
樂的過節氣氛，讓同學適應在臺生活、感受在國

外過節的溫暖。

此次聖誕節活動國際組準備了 4個節目，
包含國際組聖誕舞蹈表演、越南同學聖誕歌曲演

唱、瑞士與德國交換生快問快答，以及音樂系李

之光教授與簡志行同學的聖誕歌曲演奏、演唱。

不僅現場有豐富的表演，國際組並準備豐盛的美

食佳餚讓外籍同學們一同享用，同學們也各自攜

帶自己家鄉美食，介紹與大家分享，聖誕氣氛

濃厚，參與者也十分熱情、相談甚歡。

活動的最後，本校陳慶和校長為在座外籍

同學致詞勉勵，期許每位同學在臺學習期間，

於學習上都能有所收穫、生活平安充實，更進

一步將中文學好，將來留在臺灣工作發展。

非常感謝師長同仁及外籍同學的熱情參

與，讓此次國際學生聖誕交流活動能夠順利完

成！透過這次活動我們也更了解外籍

同學在臺學習的狀況，期盼大家都

能在各自的專業領域持續努力、

在北教大快樂學習。

 ▲國際組同仁正在努力佈置，期

待給來自各國的遊子一個溫暖

的聖誕佳節。

 ▲本校陳慶和校長親臨會場致詞。本校陳慶和校長親臨會場致詞

One of the best experiences of #PLAY HARD 
LEARN HARD.
◎馬來西亞籍學位生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大學部二年級　林佩君

國際組精心的在篤行樓 Y802這個空間濃縮
了來自各國風味的聖誕派對。讓我們在不受空間

和距離的約束下，盡情的享受著來自德國、瑞

士、法國、英國、越南、臺灣和我的家鄉—馬

來西亞的聖誕風味。

這聖誕派對非常特

別的一點，就是我們

駕著雪橇的不是聖誕
 ▲現場準備有來自各國的

聖誕經典食物，好吃好

玩，還能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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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公，而是來自國際組的四大美女，不僅如

此，雪橇上不只載滿了聖誕禮物，還加了好舒服

好舒服的 Passenger seats，讓我們來自世界八方
的有緣人搭上了同一班雪橇，環遊世界體驗聖誕

節去！ 
四大美女用著輕快的腳步，隨著雪鈴聲的

響起，把我們送到了第 1站—德國和瑞士。來

自德國和瑞士的乘客便讓我們使勁地動腦筋，猜

猜來自他們國家的謎語，雖然踩了好多空洞，但

是耳朵還是收了一袋的新語言。

噠噹噠噹噠噹∼敏銳的耳朵聽到了悅耳的

鋼琴聲在呼喚∼四大美女便把我們送到了琴聲

傳來的目的地—臺灣。原來，是李之光教授和

簡志行學長正一彈一唱的歡迎我們來到臺灣一

起迎接聖誕節。在宏亮的歌聲結束之時，雪橇不

停地不停地往下滑，好急好急，好快好快！呼

剎—地一聲，我們眼前浮現了一排排美味豐盛

的聖誕大餐！而且還有來自德國、瑞士、法國、

馬來西亞的聖誕甜點！暖暖的 Y802感覺就像泡
在熱熱的巧克力溫泉裏，享受著聖誕大餐∼

大家的肚子都裝得滿滿的，貼心的四大美

女便為我們安排了消化環節，讓每位乘客都有機

會活動活動。而這消化環節便是讓我們互相地向

搭上同一班雪橇的有緣乘客們給予祝福與打招

呼！精彩的驚喜可在後頭呢！暖心的四大美女

還為每一位勇敢的乘客們準備了各式各樣的禮

物。在最後的最後呢，還來了一位驚喜人物，也

就是我們的隱形聖誕老人—陳慶和校長！

就這樣，在短短的時間，國際組的四大美

女駕著雪橇帶著我們環繞了地球半圈，讓我們享

受和體驗各國的聖誕氣氛，度過快樂的聖誕節。

 ▲國際組的老師用心裝扮，以一首經典的聖誕歌曲 All I 
want for Xmas is you，動感熱舞開場，炒熱氣氛。

 ▲本校音樂系教授兼國際組組長李之光老師

及音樂所研究生簡志行，以鋼琴伴奏及聲

樂表演聖誕頌歌《聽啊，天使高聲唱》，

為節目表演畫下神聖及完美的句點。

 ▲聖誕派對的驚喜大禮—陳慶和校長（後排中間）蒞臨，暖心地為我們生活在異鄉的國際生祝福打氣。

典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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